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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並非一個專業的物理教授，我玩材料、電子元件、感測器、散熱技術、生物毒性、
抑菌等等，只要有趣的東西我都想接觸。但研究還是必須考量到儀器設備、能力所及，
例如：我對天文也相當感興趣，可是這個領域就超出我的研究能力範圍。研究到了一個
階段後，就該好好思考「什麼是我想要的？」套用一句前理學院院長錢凡之講過的話：
「口渴嗎？淡水河的水那麼多，喝呀！能全部喝完嗎？」。目前所做的研究是我的能力
範圍，也是目前理學院環境可以進行的項目。學生的興趣也開發了我一些相關的研究，
像奈米生物毒性與奈米結構的散熱特性，這兩個皆因學生興趣而衍生出的題目。
　現今臺灣社會在理工學生的出路，過度集中於高科技產業上，雖然我也認為，科技的
繼續開發，讓大眾的日常生活以及電子產品上越來越舒適，但科學應該是要往不同領域
去廣泛地發展。因此，我希望透過帶領學生一起做研究的過程中，讓他們有不同的切入
點，了解到臺灣還有許多領域在國際上是相當具有競爭力的，例如：雲林有專門生產高
級汽車的鋼圈工廠，四個輪圈就要價至少一百萬新臺幣，相當於一台國產休旅車的價
格。這些產業的待遇、需要人才的程度，不會遜於高科技產業。高科技產業的利潤已不
再如往前，臺灣高性能紡織技術在國際上擁有非凡的成果，這可以給同學將來不同的思
考方向。
　在自我的研究旅程上，實驗的設置、研究的證明或是人員的訓練這些雖然都有問題，
但都很好解決。若說最大的困難還是所有研究人員宿命「研究經費的拮据」，幾千萬的
設備卻僅有幾萬塊維護費用，這應該是最大的困難之處吧！而克服方法只能盡人事而為
之，代價就是半頭白髮。
　若談及產業趨勢，目前個人比較傾向功能性的紡織技術，臺灣紡織技術已享譽國際，
可以量產許多高級布料（防水係數高、透氣性高、極輕等），若是可以結合奈米材料特
性，開發新的奈米布料以供醫療或是緊急燒燙傷的敷料使用，這會是個很有趣的應用。
帶學生研究心得
　未來大環境的趨勢我不敢說，因為現在的世代變化太大，15年前誰可以預料到Nokia
會沒落呢？但身為一位教育工作者，我只能努力地提高學生的內能，希望能讓他們日
後對於新知可以迅速學習並擁有敏銳且獨到的觀察
力，更希望他們可將之融會貫通成為屬於自己的一
套方法，就像金庸小說主角張無忌擁有九陽神功內
力，可以快速地學習不同武功招式。

電玩的日子，但後來就很少有遊戲比研究更能
激發葉炳宏興趣。因為對他而言，做實驗就像
是一場遊戲，每天找出問題點，離破關就又更
進了一步，其中樂趣自是無窮。
  葉炳宏喜歡玩科學，如果可以，他希望能
帶著學生一起玩。雖然有著正向面對瓶頸的
樂觀，但在實驗研究中，一絲不苟的求真態
度、敏銳的觀察力亦是不可缺少的。他說：
「培養優異的觀察力及對未知現象有探索的能
力，非常重要。需要觀察到相對應的現象，提
出可能的機制，找出方式來證明它，最終找個
地方來應用。」舉例說明，6年前實驗室某次
實驗未達到預期的成果，一般人將它視為失
敗結果，但葉炳宏團隊對此持續研究3年，發
現其中不僅有有趣的科學，也得到不錯的成
果。他肯定地說：「這些能力是帶領團隊走到
如此規模的主要動力。」
  重視研究的實際應用層面，這不僅是葉炳宏
對物理科學的一番見解，更因此加深學術與產
業界的交流，「你要稱它為產學合作也可以！
但我就是喜歡研究的成果能夠落實。」從他爽
朗的笑聲中，對物理單純的喜愛展露無疑。

研究甘苦談
　視研究為一場遊戲的葉炳宏，在過程中仍
然面臨有困難處，人力的調度上正是目前的
問題之一。他表示，「比起一流國立大學，我
們同學的積極性較為不足。」但葉炳宏同時也
提到，本校學生的優點是能精確地執行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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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如未來學家所揭櫫的，我們可能來自於
不同的過去，但卻要分享與經營一個共同的
未來。這本書所強調的正是如何透過社會整
體的力量，面對及解決人類當前及未來所可
能面對的錯綜複雜的問題。
　正當高唱全球化的聲浪高漲，幾乎所有國
家面對的問題顯得益發前所未有的複雜化。
傳統的經驗與認識似乎已無法應付及解決當
前的問題，更何況是未來可能發生的不確定
的議題。之所以這樣，主要來自於問題的連
鎖效應，例如，科技文明導致的環境與生態
的破壞，資源的分配不均，以及因為各種不
同因素所導致貧富差距擴大、教育失靈等等
問題；以及缺乏整合思考所造成的結果，例
如，我們習慣於把政府的職能與企業的責任
分立甚至於對立，這種複雜性的問題形成了
益發嚴重的整體社會問題。
　然而，面對紛至沓來的複雜性問題，政府
是力有未逮的；今天以及未來的社會需要一
種全新的態度與解決方案面對這些具有整體
性與複雜性的問題，於是，作者提出了「解
方經濟革命」的概念，認為透過包括政府與
企業、創新者、公民力量等的整合力量才足
以解決此等整體複雜性的問題。作者認為，
此種解方革命是面對未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最
重要的變革力量。
    為了要讓解方革命發揮作用，其基本原則
包括：解決問題的造勢者、破壞性科技、規
模化的商業模式、具有影響力的貨幣、公共
價值的交換、以及解決方案的生態系統。其
中，解決方案的造勢者包括跨國企業、創新
者、供應商、公民推行改變者、以及投資者
與召集人等。造勢者可運用他們的影響力，
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資助或執行解決方案，
或集合在生態系統中的眾多參與者，共同為
既定的社會目標共同努力。
    這本書並不是在強調政府的失能，重點在
於透過整體的各種組織的力量面對複雜的社
會問題提出並執行解決方案，促使這個社會
更美好。這種解方革命強調的是，植基於對
社會整體的關心與信任，創造「對-對」的
全贏的未來。

政府失能下的
新經濟革命
導讀  陳瑞貴  未來學所副教授

校友動態
◎瓜地馬拉贈勳孫大成
　本校西語系校友孫大成，現為中華民國
駐瓜地馬拉大使。當地時間4日，瓜國外交
部長莫拉萊斯(Carlos Raúl Morales) 代表瓜
國政府，頒贈孫大成瓜國最高榮譽之「大十
字國鳥勳章」(la Orden del Quetzal en Grado 
de Gran Cruz)。莫拉萊斯感謝孫校友駐瓜國
期間增進兩國關係的貢獻，並感謝臺灣對瓜
國長遠支持與合作，在瓜國推動之教育、醫
衛、防治及降低天然災害、公路基礎建設，
及協助華碩文教基金會在瓜國推動數位教室
等高度人道合作精神計畫，使瓜國人民實際
受惠，意義深遠。（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
展處提供）

研究緣起
　自大學時期，就和物理研究結下不解之緣的
物理系副教授葉炳宏，在國立中山大學攻讀物
理碩士時，研究範疇主要是半導體，博士畢
業之後則將重心轉至研究材料領域，葉炳宏
表示，半導體較偏向物理理論的末端實際應
用，面對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還有賴從材
料的根本解決。這樣科學的邏輯，引領葉炳
宏研究團隊前進方向。「如同沒 有 水
喝的時候，不會再去找新 杯
子，而是會去尋找水源
一樣。」

 研究領域
　 葉 炳 宏 的 研 究 領 域
廣 泛 ， 橫 跨 材 料 、 電
子元件、感測器、散熱
技 術 、 生 物 毒 性 、 抑 菌
等 ， 近 期 在 材 料
領域中，以奈
米 材 料 、 金

屬氧化物的應用著墨較深，其中大部分的研
究，是取決於學生給的靈感。「很多學生做為
家中事業的第二代，從紡織業到處理環境汙染
的都有。我想要給學生的概念是，如何讓他們
的既有產業價值加倍。」這樣的合作，好比果
農之於產銷班。對銷售一竅不通的果農，種出
飽滿水果後，就有賴與產銷班的合作；同樣
道理，葉炳宏團隊有能力研發奈米材料的技
術，卻也需要與布料工廠進行產學合作，才能
讓技術有實踐機會。

研究歷程
　談起研究過程中，有無遇到瓶頸的「卡關」
階段？善於比喻的葉炳宏又有一番見解：「我
喜歡你用『卡關』這個詞。的確，我和學生一
起做研究，如同玩遊戲破關，過程中難免遇到
瓶頸，這都是研究必經過程。」一時的實驗結
果不如想像目標的挫敗，澆不熄葉炳宏對物理

研究的熱誠，「你不會因為暫時過不了關
就放棄玩遊戲，研究也一樣。」他

坦承過去曾有段喜歡 打

　　　　　　　　　　　　　　　               科技發展與生活結合

全民英檢秘笈
一、重要字彙

1.大一新生(男女生皆適用) freshman

2.大二學生 sophomore

3.大三學生 junior   4.大四學生 senior

5.助教 T.A.(teaching assistant)

6.學分 credit

7.必修課 required/compulsory course(或

requirement)

8.選修課 elective course(或elective)

9.學費 tuition 10.雜費 miscellaneous fees

11.房租 rent

12.房東(男) landlord 13.房東(女) landlady

14.房客 tenant 15.押金 deposit

郭岱宗（英文系退休副教授）

　漫漫暑假，休息了兩個多月，進入九月開學
週，你準備好要開學了嗎？相信暑假大家都很
忙碌，從打工、出國、上網、追韓劇、玩手
機。還是出外熬夜、唱KTV、夜遊呢？看起
來多采多姿的大學暑假，小心開學假期後症候
群找上你喔！所謂假期後症候群，是一種常出
現於長假期或節日後的一些症狀，疲倦、失
眠、昏昏欲睡、胃口欠佳、難以集中精神上
課、有不正常肌肉痠痛或心跳太快，以至焦
慮、空虛或容易發怒等。
　掌握開學後的兩週，能夠有計畫的在開學前
好好針對『心情』做調整，避免自己頭腦昏
沉、上課不清醒導致心情煩悶。我們提供清心
醒腦妙方四大招，讓你開學順利有保佑！
   一、調整時差精神好
　暑假時間大家可能過著日夜顛倒、作息不
正常，在開學時便很容易因為惰性、習慣導
致翹課、缺課事件頻繁，幫助自己更順利的去
上課，就是在開學前一週，開始逐步調整自己
的生理時差、作息，每天漸進式的提早15分鐘
睡覺與起床，讓自己起床的時間更接近上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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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諮商輔導組提供

心靈花園

間；聽聽輕音樂、伸展操、腹式呼吸，讓副交
感神經啟動幫助緩和情緒，記得睡前一個小時
內別再使用手機與電腦，避免褪黑激素被抑制
導致失眠。這樣能夠幫助自己適應白天上課精
神，以及睡前放鬆腦袋與身體，就能夠調整時
差適應上課時間。    
   二、整理美好回憶心情佳
　不少人會利用假期與朋友出遊、聚餐，建議
在開學前1至2週，就可以將自己的行程逐步減
少。利用每天一、二個小時將照片、心得撰
寫下來，著手整理存檔，將心情慢慢沉澱下
來，好好回憶出遊的點點滴滴，例如把假期出
遊的回憶當作行李一般打包起來，再加入對未
來的期許與紀錄，就會是很有意義的假期回顧
呢！    
   三、弄懂選課不出錯
　八月暑假就開始第一階段選課，你準備好
選那些課程了嗎？找出新學期行事曆，掌握
選課加退選日期不出錯。來淡江網路找到課程
大綱，計算必修學分，了解選修、通識課程內
容，再加入淡江透可版詢問過去學長姊修課經
驗，才能修到優質課程、獲得紮實知識，搞清
楚選課內容的每一步驟，為自己提升未來就業
軟實力，不讓青春留白。
   四、設定目標為未來先打基礎
　擔心大學四年對自己的興趣、未來生涯發
展一無所知，畢業後才心慌慌？為自己設定
目標，善用校內資源，例如：諮輔組心理測
驗，從自我概念探索、職業興趣測驗到生涯規
劃探討等，早一步為就業打造競爭力，還可運
用生涯諮詢個別晤談，讓困擾問題找出口，讓
學習更有目標。
　在開學前，提前做好面對『休假後症候群』
的準備，讓假期充分發揮充電的效果，等到暑
假結束，也能夠恢復最佳狀態，降低開學前的
焦慮感，提升自己的效率，讓下一個階段的目
標也更容易達成！各位加油。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後，讀三遍

1.你現在幾年級？Which       are you     ?

2.你現在幾年級？(通常問大學生)

Which         are you     ?

3.我現在小學三年級。I'm in           或 I'm a    .

4.我大三。I'm a         .

5.我碩士一年級。I'm in first year of master's  .

6.我主修資管，副修英文。

I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 

English.

7.你修幾門課？

How many         are you        ?

8.你修幾個學分？

How many          are you        ?

9.我修十科：七科必修，三科選修。

I         10 courses：seven                     and 

three           .

10.誰幫你付學費？ Who     for your     ?

三、答案

1.grade；in

2.year；in

3.third grade；third grade

4.junior

5.program

6.major；minor

7.courses；taking

8.credits；taking

9.take；required courses；electives

10.pays；tuition

近期期刊論文
1.2015,Observation of weak carrier 
localization in green emitting InGaN/

GaN multi-quantum well structure,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117, 144503-14503-5,
2 .2015,A nanopoint  Schot tky-gate  a r ray 
device: surface defect application and molecular 
detection,RSC Advances 2015, 5, pp.16769-
16773,
3.2014,Nanoflaky MnO2/functionalized carbon 
nanotubes for supercapacitors: an in situ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ic investigation,Nanoscale 
2015, 7, pp.1725-1735,
4.2014,Excellent piezoelectric and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lithium-doped ZnO nanowires 
for nanogenerator applications,Nano Energy 8, 
pp.291-296,
5.2014,Intensify the application of ZnO-based 
nanodevices in humid environment: O2/H2 
plasma suppressed the spontaneous reaction of 
amorphous ZnO nanowires,Nanoscale Research 
Letters 2014, 9:281,
6.2011,Well-aligned ZnO nanowires with 
excellent field emission and photocatalytic 
properties,Nanoscale 4(5), pp.1471-1475,
7 . 2 0 1 1 , H i g h - y i e l d  s y n t h e s i s  o f  Z n O 
nanowire arrays and their  opto-electr ical 
properties,Nanoscale 4(5), pp.1476-1480,

　更多學術研究內容，請見本校教師歷程系
統，以「葉炳宏」查詢。（網址：教師歷程系
統http://teacher.tku.edu.tw/）

來玩科學囉！！

文／蔡晉宇、攝影／吳國禎

智慧財產權Q and A
試試看你答對幾題：
1.（４）著作人格權包含哪些權利？
(1)公開發表權  (2)姓名表示權  (3)禁止不當
修改權  (4)以上皆是
2.（１）小王將他在網路上所收集的圖片
燒成1張光碟，並將這片光碟拷貝販賣給同
學，請問他的作法是否正確呢？
(1)不正確，這種販賣的行為已經侵害著作權
人的權利。(2)還算可以，因為這些資源都是
網路上隨處可見的，應該是沒有違反著作權
法。
3.（１）菲菲對於智慧財產權的適用範圍有
疑問，請問你知道下列哪些東西是屬於智慧
財產權所保障的範圍嗎？
(1)作文、繪畫、音樂作曲等 (2)金錢、珠寶  
(3)房地產
4.（３）大寶和小寶合力完成一件畫作，請
問著作權是誰的？(1)大寶的 (2)小寶的 (3)屬
於大寶和小寶兩個人的，為共同著作。

答案：1.（4）2.（1）3.（1）4.（3）

案，只要有充足的時間，幾乎都有很好表現。
　跟時間賽跑則是另一個難處，有時一個研究
案預計歷時兩年的時間能完成，但研究到一年
時，可能就被別人搶先發表。對此，葉炳宏強
調若研究純粹只為了發表，是本末倒置的錯誤
觀念，卻也不否定發表成果之餘研究的重要
性。「我認為研究和發表是相輔相成的，要有
發表才能拿到國科會的計畫，也才有持續的經
費能繼續研究。」
　人力、時間的問題，雖有壓力但尚可解
決，真正讓葉炳宏煩惱到白了頭髮的，是經費
的不足。儘管面對棘手的經費問題，葉炳宏
的實驗研究仍然堅持下去，他說：「如果你

很 想 出 去
玩，再沒錢 也會想辦法省錢；
對於自己喜歡的 研究，是不管如何面對
限制，都會去完成的。」

研究成果
　研究取決於學生的大方向，近年有不錯的成
果，因學生家裡從事紡織業而投入研究的奈米
布料技術，已在產學合作的進行階段。
 另 外 ， 有 學 生 家 中 從 事 環 境 汙 染 處 理 產
業，葉炳宏也發揮研究奈米鐵的成果，運用
奈米鐵強大的氧化能力，對污染物進行還原
作用，進而達到整治汙染的效果。葉炳宏表
示：「這是一個已經被開發出來且相當不錯

的技術，我們只是需要一個真實的環境去運用
它，另一方面也讓這位學生能注入一股新思
維，將來有更大的本錢面對競爭。」
　奈米運用在生物抑菌上的研究亦取得相當
的進展，在以往的技術，是透過紫外線來殺
菌，但紫外線對人體有害，現在融入奈米技
術，在一般日光燈等可見光就可以用來殺
菌，是相當大的突破，相關研究也正在申請專
利當中。

未來展望
　未來，葉炳宏希望能將更多技術透過實務運
用，將其商品化。除了紡織、生物抑菌、環境
汙染處理等進行中的項目之外，一直在研究中

　小檔案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博士
經歷
　本校物理系副教授
　美國喬治亞理工材料所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所博士後研究員

何謂奈米材料：
　材料的尺寸屬於奈米（1米的10億分之1），
在相同的體積下，奈米擁有相較於其他材料更
高的表面積，造就了奈米材料跟以前材料不同
的地方。目前運用較廣領域有奈米銀的抑菌、
化妝品的分子，奈米塗料因為高表面積效應
（蓮葉效應）可以讓髒汙無法附著等。 

研究
聚焦

　葉炳宏著墨
在各類奈米研
究的應用。

清心醒腦開學四妙方

　　　葉炳宏
　　　活用奈米材料

的奈米感測是接下來一個重點，感測的層面相
當廣，他希望能做到穿戴式的設計，並與手機
等3C產品做連結，如此方便的結合市場效益
才能擴大。例如：透過一個穿戴式手環，夏天

可以感測紫外線強度，隨時提醒該補強防曬用
品；冬天則可感測室內一氧化碳濃度，避免
中毒情況發生。另外，還可感測血液裡的pH
值，提醒隨時關心健康。這些資訊皆能透過
app程式傳送到手機供使用者查閱。
　這是葉炳宏未來研究的方向，也是他對未來
充滿憧憬的期望，那就是科學能與生活有更緊
密的結合。

「我的研究主軸從半導體物理、奈米材料、奈
米元件、奈米檢測到最近的奈米環境汙染處
理，都秉持科技發展與生活結合的目標，物理
是有趣的一門學問，不僅是算式、符號……」

奈米
應用

生物
抑菌

生醫
檢測

環境
汙染
整治

布料


